
由國家領導人、到
本地的政界重量級人
物，甚至國際的評級

機構，都認為「一國兩制」和香港基本
法成功落實，董建華在訪問中就用兩點
「初心」，去衡量這個制度為何成功。
雖然在實行的過程中，曾經出現過如社
會爭論全國人大常委會釋法、政制改革
等，但他強調，面對這些爭論，「最重
要講法律、講道理。」

最好辦法：維持法治生活模式
在融入國家發展的過程和成果方面，
董建華首先講到香港基本法的落實很成
功，這樣的評價，是基於「初心」的考
慮。他憶述︰「中央知道香港回歸的最
好辦法，就是維持香港人的生活模式、
維持香港的高度國際化、維持香港市場
的運作、維持香港的法治，考慮到這是
大家的希望，所以才用『一國兩制』的
方法解決問題。」
事實證明，上述幾項都得以維持和發
展，董建華說︰「第二點就是，涉及主
權問題，很多時候都是靠打仗，但中央
政府就想到這個創意的辦法，與英國人

一起解決問題……我相信只要是公平一
點的人，都會評價這是很成功的。」
他指出，國際上有很多評級，包括世

界銀行的評級，都認同香港「一國兩
制」和香港基本法的落實，法治、規
管、政府運作等各項指數，世界上亦公
認香港做得很好。
「一國兩制」整體來說成功落實，但

偶爾也有些風波，其中人大釋法、政制
改革等問題，曾在香港社會激起過討論
甚至爭論。對於這些事，董建華指，釋
法是基本法中清楚列明的事，全國人大
常委會對基本法有解釋權，且這是香港
最高法院都接受的。
他強調說：「有法律在此，用這個法

律，有什麼錯呢？你說『不應該這樣
做』，這樣是不行的，要依法辦事，我
覺得這（釋法）完全沒有問題。有人說
有問題，我無法解釋，我們是照足法律
去做事。」若大家不依法辦事，不按基
本法去處理，才會是問題所在。
在政制方面，董建華覺得是同樣的問

題︰「政制方面講得很清楚，全國人大
常委會作出了『8．31』決定，決定了
的事要執行才可以，因為這是依照憲法

而作的決定，你要推翻憲法（之下所作
的決定），起碼討論五六年，也未必能
做到，大家一定要依法做事，你不能說
我不喜歡這個法律，所以我就不理了，
這樣不行，那樣香港就無法無天。」

怨反對派累港人失「一人一票」
回想最近一次政改不獲通過，董建華

明顯較為動氣，「遺憾是在於如果他們
（反對派立法會議員）真正想讓香港人

『一人一票』去投票，就應該要讓政改
通過，他們又不讓通過，現在就沒有了
『一人一票』，我們應該要去問一問那
些反對派，為何要推翻這件事，大家當
時是有個機會，如果當時立法會通過了
（政改），今年的選舉不是這樣的選
舉。」
他一再重申︰「做什麼事也好，最緊

要講法律、講道理。」
■香港文匯報記者 歐陽文倩、朱朗文

成功落實成功落實「「一國兩制一國兩制」」貫徹維護港人貫徹維護港人「「初心初心」」
���& ■■董建華寄語香港要把握國家發展的勢董建華寄語香港要把握國家發展的勢

頭頭，，發展經濟惠民生發展經濟惠民生。。
香港文匯報記者曾慶威香港文匯報記者曾慶威 攝攝

港人應信自己
未來由「我」做起

港發展歷程與別不同 善用「一國兩制」邁出精彩步伐
時間回到香港回歸初，香港特區首任行政長官董建華當時說︰「香港好，國家好。國家好了，香港更好。」這

句話亦彷彿概括了20年的兩地轉變，香港由往內地投資、設廠，推動內地發展，變成搭上國家發展的順風車，

在「一帶一路」和粵港澳大灣區中，有望經濟再起飛。董建華近日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指出，自己當時知道國

家發展的大方向，並對此充滿信心。除了寄語特區政府、香港社會要把握國家發展的勢頭，以及「一國兩制」帶

來的優勢和機遇，發展好民生、經濟，董建華也藉着這個史無前例的制度的成功落實，勸勉港人「要相信自己、

信自己的方向」，「將來到底怎樣，是看我們怎樣做。」 ■香港文匯報記者 歐陽文倩、朱朗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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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年輕人談國際、談
本土，但家國情懷卻較老
一輩薄弱。對於這個問

題，董建華在訪問中談到自己年少時的經歷，由
小時候居於上海，父親帶着他去看掛在外灘公園
外的「華人與狗不得入內」告示牌，着他要記着
這些歷史；到他升讀大學時，拿着一紙「For
stateless person only」（給無國籍的人而
已）的身份證明書入境外國，都令到他對家國情
懷有切膚的體會。他認為，年輕人的教育一定要
靠家長和學校，當中歷史教育尤其重要，「歷史
教育你學會之後，你自己會愛國。」

父引導愛國家愛民族興趣
被問及年輕人的教育時，董建華並無提供什

麼秘笈，而是向記者敘述了自己的成長經歷。
他說，其父親的年代經歷了戰亂，目睹了日本
人侵犯上海，當時家住上海的他們，看着掛在
外灘公園的「華人與狗不得入內」，父親對他
說︰「你看着，你記着，待你成長了，這些東
西不能再在這裡。」
來了香港後，他應父親要求，每日閱報，

並在報紙上圈下兩個問題，父親會親自向他
解釋，「因為他這樣教我，令我對國家、對
民族、對社會有很大興趣，在這成長的過程
中，成為這樣的一個人。」
年紀較小的時候由父親引導，長大了踏足

外國，父親對他贈言：「讀書可以，但你不
要變。」董建華也漸漸有了自己的體會。
他憶述，他當年到英國讀大學，香港仍在英

國殖民統治下，沒有護照這回事，只有一張
紙，摺起來帶在身上，就是遊子的身份證明。
但這一紙不是依據，而是對飄泊最刺目的描
述，董建華說︰「那張紙上寫着『For state-
less person only』（給無國籍的人而
已）。」這樣的「身份證明」，時時刻刻提醒
着他是個無國家的人，也因此期盼着，香港終
有一天回歸祖國後，會有自己的護照。
「我去英國、去美國，拿着這樣一張紙，很

辛苦的，到了那裡（入境時），100個人在排
隊，他看着你的那張紙不知道是什麼，等別人
都走光了，才慢慢和你分析那張紙是什麼。」
董建華又再說一遍︰「有這樣經歷過的

人，受了這樣的教育，就會變成這樣的人。」
父親經歷了戰亂痛苦，給他灌輸的東西更為強烈，

時代環境現時已大有不同，年輕一代難有如此情緒。董
建華亦坦言，每一代人有不同的教育方法，但強調︰
「年輕人的教育，一定是要靠家長和靠學校，學校裡一
定要有國民教育，但更好的是歷史教育。為什麼呢？因
為國民教育教你愛國，歷史教育你學會之後，你自己會
愛國」他亦承認，當年將歷史教育「搬來搬去」，是做
得不好。 ■香港文匯報記者 歐陽文倩、朱朗文

回歸後的香港，面對過不少逆境︰
1997年的金融風暴、2003年的沙士、
2008年的金融海嘯。世界上多少個國家
或城市經歷如此重擊後浮浮沉沉，仍未
完全復元，但香港在國家支持下，總能
走出百業蕭條的困局，藉着個人遊、
CEPA等迅速振興經濟。在背靠祖國的
同時，董建華也認為，香港是時候減少
在政治方面的爭吵，做好經濟、民生，
減少社會怨氣。
評論香港狀況，總要談到經濟。他在

訪問中說，過去20年，香港GDP增長
率每年約為3.3%，「相比很多發達國
家和地區，其實不錯，但在香港人心目
中，數字好像低了一點。」作為首任行
政長官的他解說背後原因，「（19）

97、（19）98年時經歷金融風暴的衝
擊，有人嘗試衝擊聯繫匯率，政府當時
採取了多項措施去應對，過程中造成經
濟通縮，影響了經濟增長。」

個人遊CEPA助港經濟復元
2003年的沙士，更一度危及香港市民

的性命安全，以及造成了經濟的衝擊，
「所以由1998年到2003年，經濟萎縮
了13%左右，是很大的問題。」2008年
的金融海嘯，又是另一個巨浪，「因為
我們是很開放型的社會，每次全球有問
題出現，香港首當其衝，若沒有這些問
題，香港經濟會更好。」
不過，香港在困難的時刻，總能搭上

國家的「順風車」。董建華說︰「譬如

沙士之後，香港真的百業蕭條，我們要
求中央第一時間將個人遊推動起來，還
有開拓香港服務業的發展空間，所以就
有了CEPA支持了我們，利用這個機會
去恢復了香港的經濟。」
很多事情做了，但的確還有很多地方

可以做得好一點。董建華認為，無法進一
步推動經濟，導致了今日一些問題的出
現，這不單是內地有些機會沒有緊抓，香
港內部亦有扶貧、房屋方面處理得不夠
好，「我覺得我們花太多時間在政治方面
爭爭吵吵，有很多應該做的事未有做。」
「在過去一段時間中，損害很多，我

覺得香港大多數人都了解，不可以再這
樣下去。」
不過，董建華欣喜看到過去5年雖有爭

吵，但在現任特首梁振英的施政下，也有
不少地方做得不錯，開始向前邁進，從
GDP和家庭收入中位數等數字的改善，
看到過去5年都有相當不錯的發展。

屋荒積怨氣 冀優先填海
談到對新一任特首林鄭月娥管治的展

望，董建華大讚道︰「她有能力、有承
擔、有經驗，是得到百姓和中央信任的
特首，相信她會發揮得很好，很多東西
都會抓緊去做。」
談到未來施政重點，他說，房屋、土

地問題一定要做，並形容這是最大的社
會怨氣根源，也製造了貧富差距，「所
以必須盡快處理，這個需要有土地，繼
續要去填海，這方面我希望會有優先。
你開始建樓的時候，經濟會被帶動，就
業也會被帶動。」 ■香港文匯報

記者 歐陽文倩、朱朗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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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遇困難時刻 總有祖國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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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建華勸勉港人董建華勸勉港人「「要相信自己要相信自己、、信自信自
己的方向己的方向」。」。香港文匯報記者曾慶威香港文匯報記者曾慶威 攝攝

曾曾經有人擔心經有人擔心，，內地的發展及不上香內地的發展及不上香
港港，，故對回歸國家有點擔憂故對回歸國家有點擔憂，，董建華董建華

卻率先以這句說話點明了發展方向卻率先以這句說話點明了發展方向。。他說︰他說︰
「「我在我在19971997年年、、19981998年時有機會回內地訪年時有機會回內地訪
問問，，與領導人見面與領導人見面，，當時就知道了國家發展當時就知道了國家發展
的大方向的大方向，，並對此充滿信心並對此充滿信心。」。」

國家實力強國家實力強 需求不得了需求不得了
董建華說董建華說，「，「香港好香港好，，國家好國家好」，」，是因為內是因為內
地改革開放的開始地改革開放的開始，，首先第一批到內地投資首先第一批到內地投資、、
設廠的是香港企業設廠的是香港企業；；而而「「國家好了國家好了，，香港更香港更
好好」，」，是因為看到國家未來幾十年的發展是因為看到國家未來幾十年的發展，，深深
信國家改革開放好了信國家改革開放好了，，香港就會更好香港就會更好。。今時今今時今
日日，，國家戰略國家戰略「「一帶一路一帶一路」」無疑是香港的大機無疑是香港的大機
遇遇，，粵港澳大灣區的發展亦然粵港澳大灣區的發展亦然。。
董建華說︰董建華說︰「「在國家經濟實力一直上去的在國家經濟實力一直上去的

過程中過程中，，金融市場金融市場、、到經濟體和美國一樣到經濟體和美國一樣
大大，，這需求是不得了的這需求是不得了的，，香港因為有制度方香港因為有制度方
面的優勢面的優勢、、法制方面的優勢法制方面的優勢、、專業方面的優專業方面的優
勢勢、、推廣方面的優勢推廣方面的優勢，，所以在人民幣的推所以在人民幣的推
廣廣、、國際化過程中國際化過程中，，香港可以有很好發揮香港可以有很好發揮，，
這是國家給我們的機會這是國家給我們的機會，，你可以一樣樣數下你可以一樣樣數下
去去，，所以國家好所以國家好，，香港就會更好香港就會更好。」。」

談到香港社會過去談到香港社會過去2020年的整體發展年的整體發展，，每次每次
遇到經濟困局遇到經濟困局，，香港都有國家的支撐香港都有國家的支撐，，得以得以
迅速恢復迅速恢復（（見另稿見另稿））。。在國家不斷向上發展在國家不斷向上發展
的趨勢下的趨勢下，，董建華指出董建華指出，，兩地互相配合兩地互相配合，，香香
港為國家出力的同時港為國家出力的同時，，香港亦能受惠香港亦能受惠，，金融金融
領域等專業服務可以更加發展領域等專業服務可以更加發展，，年輕人也有年輕人也有
更多機會更多機會。。

助人幣國際化助人幣國際化 可減青年怨氣可減青年怨氣
他說他說：「：「如果我們為人民幣國際化去做多如果我們為人民幣國際化去做多

點事點事、、為商品期貨市場在香港推動起來為商品期貨市場在香港推動起來，，這這
些事一方面可以幫助國家些事一方面可以幫助國家，，一方面對香港就一方面對香港就
業也有幫助業也有幫助，，我們借着國家發展的勢頭我們借着國家發展的勢頭，，以以
及及『『一國兩制一國兩制』』帶給我們的優勢帶給我們的優勢，，我們要去我們要去
做事做事，，這樣年輕人的怨氣會減小這樣年輕人的怨氣會減小，，因為房屋因為房屋
多了多了、、上游機會多了上游機會多了，，所以對症下藥所以對症下藥，，做這做這
些方面的事些方面的事，，減少香港社會怨氣減少香港社會怨氣。」。」
在在2020年來年來「「摸着石頭過河摸着石頭過河」」的的「「一國兩一國兩
制制」」歷程中歷程中，，香港的發展歷程香港的發展歷程，，與國際上很與國際上很
多的國家或城市都不同多的國家或城市都不同，，但偏偏這樣才走出但偏偏這樣才走出
自己精彩的步伐自己精彩的步伐。。董建華也藉此指出董建華也藉此指出，「，「將將
來到底怎樣來到底怎樣，，是看我們怎樣做是看我們怎樣做。」。」
他以香港的普選問題進一步闡述他以香港的普選問題進一步闡述：：上次上次

政改方案政改方案，，反對派認為未如他們所想反對派認為未如他們所想，，故故
投下反對票投下反對票，，不肯邁出第一步不肯邁出第一步，，但民主是但民主是
妥協妥協、、商量的過程商量的過程，，美國也是一步步走出美國也是一步步走出
民主路民主路。。以往的美國總統選舉以往的美國總統選舉，，候選人也候選人也
不是市民選出來的不是市民選出來的，，而是民主黨而是民主黨、、共和黨共和黨
兩黨的兩黨的「「大佬大佬」」自己決定自己決定，，到到19751975年改變年改變
了了，，有普選有普選，「，「之後就選到卡特之後就選到卡特、、選到特選到特
朗普朗普，，你們覺得好嗎你們覺得好嗎？」？」

信自己方向信自己方向 助港青上流助港青上流
董建華坦言董建華坦言，，國際社會都有類似問題國際社會都有類似問題，，大大

家都在想家都在想，，再這樣下去到底行不行再這樣下去到底行不行，，故走出故走出
自己的路自己的路、、相信自己尤其重要相信自己尤其重要，「，「每一個制每一個制
度都有缺憾度都有缺憾、、有好處有好處，，但我們不可以自己有但我們不可以自己有
個個『『理想理想』，』，覺得別人這樣做好覺得別人這樣做好，，所以就要所以就要
這樣做這樣做。。現時很多國家都出事現時很多國家都出事，，就是這樣的就是這樣的
理由理由，，所以我們不要太信其他的事所以我們不要太信其他的事，，而是要而是要
相信自己相信自己，，信自己的方向信自己的方向。」。」
他強調說︰他強調說︰「「如果香港管到一塌糊塗如果香港管到一塌糊塗、、一一

事無成事無成，，大家當然會生氣大家當然會生氣，，但總體來說但總體來說，，香香
港一直都在向前邁進港一直都在向前邁進，，尤其是現在抓到經濟尤其是現在抓到經濟
命脈可以上去命脈可以上去。。如果給不到年輕人上游的機如果給不到年輕人上游的機
會會，，簡直是混賬簡直是混賬，，我們一定要做好我們一定要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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